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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LAW NEWS 

 

 国枫业绩 |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成功上市 

Hangzhou Heshun Technology Co., Ltd., which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by Grandway Law 

Offices, w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the g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3 月 23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杭州和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和顺科技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 2,000 万股，股票代码 301237。和顺科技本次发行定价对应的市

盈率为 62.39 倍，远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和顺科技专注于差异化、功能性双向拉伸聚酯薄膜（BOPET 薄膜）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经过近二十年的深耕细作，公司已成为聚酯薄膜领域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差异化、功能性产品的专业提供商，掌握生产电子产品、电工电气、汽车、

建筑以及包装装饰等工业领域中所用聚酯薄膜的关键技术，已与多家优质客户建

立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世华科技、斯迪克等知名企业。今后，

和顺科技也将推进发展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等，进一步扩大公司的领先优势。 

国枫作为和顺科技创业板 IPO 项目发行人律师，全程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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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服务。本项目由上海办公室管理合伙人朱锐律师领衔，签字律师为朱锐律师、

许文华律师，项目组主要成员还包括何盛桐律师、李钱璐、覃宇等。 

同时，感谢发行人和顺科技、保荐机构东兴证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对国

枫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各位国枫同事的辛勤付出。 

在此，国枫祝贺和顺科技在创业板成功上市，预祝和顺科技在未来勇攀新高

峰，斩获新辉煌！ 

 

 

 

 

 国枫业绩 |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海优新材发行可转债项目获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

会审核通过 

The project of Issuing convertible bonds by Haiyou New Materials, which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by Grandway Law Offices, was approved by the Listing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3 月 23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上海海优威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海优新材，股票代码：688680）申请向不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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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以下称“本次发行”）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委员会 2022 年第 22 次会议审核通过。 

海优新材是一家主要从事特种高分子薄膜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以薄膜技术为核心，立足于新能源、新材料领域，致力于不断创新，为客户

提供中高端特种薄膜产品，主要产品包括透明 EVA 胶膜、白色增效 EVA 胶膜、

POE 胶膜及其他高分子胶膜等，相关产品主要为光伏产业进行配套，在行业中

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与质量优势，公司已成为各大组件厂的优选核心原料供应商

之一。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9,400.00 万元（含本数），募集资

金拟用于“年产 2 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项目（一期）”、“上饶海优威应用薄膜

有限公司年产 1.5 亿平米光伏封装材料项目（一期）”和补充流动资金。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为海优新材本次发行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本项

目由何谦律师团队承办，签字律师为张骐律师、薛洁琼律师，项目组其他成员还

包括吴贞铮等。同时，感谢海优新材、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支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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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 | 国枫合伙人王冠律师荣膺“2022 ALB China 十五佳资本市场律师”称号 

Lawyer Wang Guan, partner of Grandway Law Offices, won the title of "2022 ALB China's 

Top 15 Capital Market Lawyers" 

 

2022 年 3 月 21 日，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

以下简称“ALB”）》公布了“2022ALB China 十五佳资本市场律师”榜单。国枫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冠律师凭借卓越的专业实力和良好的客户口碑脱颖而出，荣登

该榜单。 

王冠律师拥有超过十八年的证券资本法律从业经验，熟悉中国证券资本市场

各项法律法规，尤其擅长公司、证券、私募股权融资、国有资产管理、境内外并

购重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熟悉航天、能源、煤炭、化工、纺织、航运、房地产、

新技术、生物制药等行业领域的法务事宜，深悉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作为发行人

律师成功主办了咸亨国际、凯龙高科、天禾股份、贵州三力、新凤鸣、勘设股份、

中石股份、萃华股份、创意信息、海峡航运、康芝药业、武汉南国、山东如意、

独一味、航天电器、航天科技、凯诺科技、莫高股份、科达机电、丽珠集团、远

光软件、正川医药、奇士达等数十家企业 A 股、港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项目及再融资项目，并成功完成中天金融、航天科技、航天发展、航天长峰、浙

江东方、海峡股份、盘江股份、上海莱士、福能股份、智度股份等数十余家公司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并购重组业务，许多项目在国内证券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影响

力。 

王冠律师常年担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航天发展工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等中央、地方十余家国有大型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积累了丰富

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资本项目、业务运作、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

验。 

王冠律师全程主办了我司在血液制品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跨境并购重组项

目。本次交易是国内首单民营上市公司跨境换股过会案例，倍受市场瞩目。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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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为本次交易方案可行性、合规性的论证与设计、信息披露的全面真实、交易

方案的重大调整、境内外交易各方的谈判及境内外各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等重大、

关键事项提供了全程双语的专业法律服务。在此过程中，王冠律师充分展现了个

人娴熟的专业能力、高超的沟通能力及特别扎实的服务态度，为本次交易顺利通

过中国境内外有关监管部门的审查并如期完成交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铮先生 

 
此次王冠律师凭借卓越业绩表现和良好的客户口碑荣登 ALB China 十五佳

资本市场律师榜单，向业界展示了国枫律师风采，也体现了行业及客户对国枫律

师的肯定和褒奖。感谢所有法律同仁对国枫的支持与认可，国枫律师将一如既往

为客户提供卓越、高效、优质、全面的法律服务。 

ALB 是汤森路透旗下的尖端法律杂志，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法律媒体之

一，ALB 旨在为客户和读者提供前沿的法律商业资讯和律所专业评级。本次，

ALB 的调研团队从候选人在过去 12 个月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代表性交易、

客户评价、行业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调研，最终选拔出中国大陆 15 名优秀的资

本市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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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最高法明确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 

SPC Clarifies Issues on Trials of Cases Involving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3 月 20 日，最高法公布《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合理确定了“直接损失”范围。根据《规定》，下列损失属于国家赔

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 

（二） 存款利息、贷款利息、现金利息； 

（二）机动车停运期间的营运损失； 

（三）通过行政补偿程序依法应当获得的奖励、补贴等； 

（四）对财产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 

 

 

 科技部就《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MOST Consults Public on the Rul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Human Genetic Resources 

3 月 21 日，科技部印发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 

《实施细则》拟规定，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或者

因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运送、邮寄、携带出境的，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并取得科技部许可： 

（一）对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危害； 

（二）具有法人资格； 

（三）有明确的境外合作方和合理的出境用途； 

（四）人类遗传资源材料采集合法或者来自合法的保藏单位； 

（五）通过伦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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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新兴投资领域的刑事风险 

——从最新司法解释的变化看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Criminal risk in emerging investment field -- The crime of illegal absorption of 
public depos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tes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肖婧 

 

一、新兴投资领域刑事风险集聚，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司法解释予以规范 

委托理财、融资租赁、P2P、虚拟币、养老投资等作为近年来投资热点，在拓宽居民投

资渠道，促进市场资金与产业之间的互动融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

金融工具。然而随着这些新兴投资领域的迅速发展，由于法律规制的“滞后”或者“缺位”，存

在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行业也成为了“刑事犯罪”的高发的温床。在此背景下“风险

防控”便成为了这些新兴投资领域企业的生命线，特别是“刑事风险 ”就成了生死线。 

通过“北大法宝”的查询结果显示：涉及“融资租赁”的判决书有 625 例，判决刑罚包含有

期徒刑的有 480 例；涉及“P2P”的判决书有 1874 例，判决刑罚包含有期徒刑的有 1480 例；

涉及“养老投资”的判决书有 1779 例，判决刑罚包含有期徒刑的有 1257 例。这些案件绝大部

分都是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现有规定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具体应用问题主要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10〕

18 号，以下简称“原《解释》”）通过“北大法宝”对 2011 年 1 月 4 日（原《解释》施行之日）

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审结的案例进行检索显示：案由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案件

共计 63250 例，案件数量可谓触目惊心。原《解释》自 2011 年 1 月 4 日开始施行以来已有

十多年时间，受历史的局限性，其对新兴投资领域犯罪的规定存在不足，且在犯罪数额和犯

罪主体的认定上也存在不足。 

为回应司法实践和刑事风险防范的需要，2022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

释〔2022〕5 号，以下简称“《解释》”）应运而生。《解释》为规范法院在新兴投资领域准

确适用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指明了方向，也为新兴投资领域机构防范刑事风险提供了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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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解释》相关规定，就成为了新兴投资领域机构的“必修课”。本文拟结合实际案例

对《解释》进行解读，以期能对新兴投资领域的机构有所帮助。 

 

二、《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多项新兴投资业务的适用情形 

《解释》对“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四个构成要件的相关表述

作了适当修改。其中，“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中的“依

法批准”修改为“依法许可”，应当是与行政许可法的措辞相匹配，即需要获得有监管职权的

机关许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这一“公开性”要件

当中的“手机短信”修改为“手机信息”，并增加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向社

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和途径。在此基础上，《解释》的本次修改明确补充了多项新兴投资业务

的适用情形。 

（一）第二条第（九）项：“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目前融资租赁涉及的非法集资风险主要集中在：1、委托租赁，即融资租赁公司开办“资

金委托融资租赁”业务。资金委托人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做通道业务，将资金直接转到承租人

身上，既有“非法集资”又有“变相贷款”嫌疑；2、杠杆租赁，用投资的方式投资特殊目的机

构（SPV）公司，其购买租赁物件后委托主承租方融资租赁公司将物件出租给承租人。前述

行为涉及非法集资。 

案例：郑孝芳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摘要】2015 年 5 月以来，长沙钰诚融泰商务咨询公司在没有取得金融业务许可

的情况下，采用发放传单、电话、微信、业务员直接推荐并结合安徽钰诚集团在新闻媒体广

告的方式，以高额预期年化收益率 9%-14.6%为诱饵，向社会公众推广销售安徽钰诚集团开

发运营的“e 租宝”系列投资理财产品，吸收公众投资。具体操作方式为：以安徽钰诚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为转让方与投资人为受让方签订《融资租赁债权转让合同》或者《债权转让咨询

服务协议》，投资人再通过在长沙钰诚融泰商务咨询公司的 POS 机刷卡、银行转账的方式

将投资款支付到钰诚融泰安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或上海钰申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

账户上，后被安徽钰诚集团调配使用。 

【法院意见】经查，长沙钰诚融泰商务咨询公司作为“非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公众存

款的资格，郑孝芳系长沙钰诚融泰商务咨询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负责团队管理以及吸

收客户投资并从中获得相应提成，对其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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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条第（八）项：“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的；” 

P2P 平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非法集资：1、网络借贷平台发布虚假的高利借款标

的，甚至发假标自融，并采用借新贷还旧债的模式，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2、网络借贷平

台通过先归集资金、再寻找借款对象的方式，使放贷人资金进入平台的中间账户，并由平台

实际控制和支配；3、黑客入侵 P2P 平台，利用网站漏洞诈骗敛财。其中第一种方式最为常

见。 

案例：杨卫国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摘要】杨卫国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又先后成立望洲财富、望洲普惠，通过线下

和线上两个渠道开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其中，望洲普惠主要负责发展信贷客户（借款

人），望洲财富负责发展不特定社会公众成为理财客户（出借人），根据理财产品的不同期

限约定 7%－15%不等的年化利率募集资金。在线下渠道，望洲集团在全国多个省、市开设

门店，采用发放宣传单、举办年会、发布广告等方式进行宣传，理财客户或者通过与杨卫国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或者通过匹配望洲集团虚构的信贷客户借款需求进行投资，将投资款转

账至杨卫国个人名下 42 个银行账户，被望洲集团用于还本付息、生产经营等活动。在线上

渠道，望洲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活动的名义进行宣传，理财客户根据望洲

集团的要求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虚拟账户并绑定银行账户。理财客户选定投资项目后将

投资款从银行账户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拟账户进行投资活动，望洲集团、杨卫国及望洲

集团实际控制的担保公司为理财客户的债权提供担保。望洲集团对理财客户虚拟账户内的资

金进行调配，划拨出借资金和还本付息资金到相应理财客户和信贷客户账户，并将剩余资金

直接转至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的托管账户，再转账至杨卫国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

与线下资金混同，由望洲集团支配使用。 

【法院意见】望洲集团以提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为名，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

金、甚至自融或变相自融行为，本质是吸收公众存款。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是商业银

行专属金融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

款等商业银行业务，这是判断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合法与非法的基本法律依据。 

（三）第二条第（十）项：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

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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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主要有以下形式及特点：1、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吸收资金。个别

养老服务企业没有养老基地或实体，以提供床位使用权、优先居住权、住宿餐饮、医疗保健、

照顾陪护等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人办理预付卡，高额收取会员费、保证金。2、以投资“养

老项目”名义吸收资金。虚构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名义，以返

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回报、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等形式，非法吸收老年

人资金。3、以“以房养老”为名，通过为投资人包办房产抵押借款等形式吸储。以可实现“以

房养老”、每月坐享高息收益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老年人通过房产抵押借款理财，非

法吸收老年人资金。 

案例：四川万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摘要】2014 年初，四川万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在绵阳市

游仙区川万鸿颐养院的养老机构，开展老年人托管、娱乐、日间照料等服务。……安排市场

部工作人员在绵阳市城区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向不特定的中老年人发放万鸿颐养院养老

业务宣传单，组织中老年人到万鸿颐养院实地参观，开展讲座。通过宣传定期向客户返回高

于同期银行利率的可兑换现金的房间补贴消费券和办理入住床位打折优惠等吸引中老年客

户，促使有养老或有投资意向的中老年人与万鸿颐养院签订《养老服务合同书》，按照 2

万元、3 万元、5 万元、10 万元等不同档次提前缴纳养老预定金，由万鸿颐养院安排的财务

人员收取，缴纳的养老预定金最终纳入四川万鸿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鸿集团）

账户中进行管理……后因集团经营不善，出现资金短缺，自 2018 年 7 月起，无法继续兑现

《养老服务合同书》所承诺的返还本金及福利补贴，2019 年初，部分合同当事人将万鸿颐

养院举报。 

【法院意见】被集资人员中大部人属于老年群众，所集资金大部分为老年群众的养老金，

后果严重，社会反映强烈；其吸收公众存款数额达 1528 万元，仅退赃 110 万元，绝大部分

赃款未能追回，给集资群众造成的损失巨大。综上，某某程的犯罪事实、情节不符合刑法关

于缓刑适用的规定。抗诉机关关于不应对其适用缓刑的抗诉意见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三、《解释》提高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门槛，明确了罚金标准 

（一）删去单位和自然人的定罪区别，提高了入罪门槛 

在原《解释》所确定的数额标准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案件所涉金额被

纳入“数额特别巨大”一档。《解释》通过删去单位和自然人的定罪区别，使得个人构成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提高为吸收存款 100 万以上、存款对象 150 人以上或造成损失 50 万以

上，提高了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高了定罪门槛。《解释》在提高定罪门槛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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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按照入罪标准（100 万元）的五倍确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标准；按照

数额巨大标准的十倍确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标准。此外，在适当提高

入罪标准的同时，《解释》还明确了三种数额未达到法定门槛时的补充认定入罪情形：“非

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 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25

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

事追究的；（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称，此举是为有效惩处犯罪，与原入罪标准有机

衔接。 

通过“北大法宝”查询可以发现：案由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案件共 63250 例，其

中当事人吸收存款“数额巨大”的案件有 43572 例，“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有 4320 例。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于“数额巨大”幅度的案件占据主流，也就

意味着大多数案件被告位于法定刑第二档。“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只有前者数量约十分之一，

因此从长期的司法实践来看，只有极少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被告被课以最高一档的法

定刑。本次对《解释》的修改顺应了司法实践的大致规律和惩罚力度，将第二档和第三档入

刑门槛拉开距离，避免案件过多集中在第三档，有利于案件平衡处理。 

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就非法集资刑事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表示：“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践，适当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象人数、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给行政处罚留出一定空间。”关于提高非吸入罪门槛的原因，总体来

说，在我国金融制度长期以来无法为资金融通提供顺畅管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活

动客观上为小微企业提供了畅通的融资渠道，行为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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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行为大多是为了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单纯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所造成的社会

危险性其实十分有限。实践中此类案件往往是多种犯罪的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集资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复合，而真正造成大量公众投资损失的，也往往是其中

的集资诈骗行为和职务侵占行为。[1] 

注释：[1] 刘宪权.《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法定刑的调整与适用[J].比较法研

究,2021(02):122-134. 

 

（二）匹配《刑法修正案》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罚金标准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量刑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其法定最高刑，在原

有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之外，增加了第三档刑罚，即：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还增加“退赃退赔，减

少损害结果发生的”等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对应上述修改，《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罚金予以明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表示，“在提高罚金数额的同时，不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

三档的上限罚金数额，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四、《解释》明确了退赔情节在定罪量刑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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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六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

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暴力性的金融犯罪，被害人（或集资参与人、投资者）关

心的是自己被骗的资金是否能够被追回以及何时能够被追回，其诉求主要在于经济赔偿。因

此在实现资金退回、损失弥补的效果的情况下，立法的修改对行为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18 年发布的《11 项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执法司法标准》在第 1 项

规定：“对于民营企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

吸收资金，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两个司法

解释一脉相承地考虑到所处金融行业需求的发展变化，为防止将那些在形式标准上已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均入罪打击，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将“集资是否用于正常经营活

动”和“能否及时清退”同时列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 

附：《解释》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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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英文诗《如果》 

IF 

 

If 

By Rudyard Kipling 

 

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 

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ir doubting too; 

 

If you can wait and not be tired by waiting, 

Or being lied about, don't deal in lies, 

Or being hated, don't give way to hating, 

And yet don't look too good, nor talk too wise; 

 

If you can dream-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If you can think-and not make thoughts your aim;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ors just the same; 

 

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Or watch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broken, 

And stoop and build 'em up with worn-out tools; 

 

If you can make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And risk it all on one turn of pitch-and-toss, 

And lose, and 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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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ever breathe a word about your loss; 

If you can force your heart and nerve and sinew 

To serve your turn long after they are gone, 

And so hold on when there is nothing in you 

Except the Will which says to them: "Hold on!" 

 

If you can talk with crowds and keep your virtue, 

Or walk with kings-nor lose the common touch, 

If neither foes nor loving friends can hurt you, 

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but none too much; 

 

If you can fil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With sixty seconds' worth of distance run, 

Yours is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And-which is more-you'll be a Man, my son! 

 
【参考译文】如果 

如果在你周围，所有人都失去冷静， 

责怪你，而你还能保持头脑清醒； 

 
如果所有人都怀疑你， 

你仍然相信自己，并且容忍他人的怀疑； 

 
如果你能等待，不会因等待失去耐性； 

或者面对谎言，不会以谎言作为回应， 

或者面对仇恨，不会让仇恨蒙蔽理性， 

既不贪慕虚荣，也不夸夸其谈； 

 
如果你有梦想--而不会成为梦想的奴隶； 

 
如果你有思想--而不会把思想作为目的； 

 
如果你能面对成功和失败 

对这两个骗子一视同仁； 

 
如果你能容忍，听到你说过的真理 

被恶人歪曲，用来欺骗傻子， 

或者，看到你毕生的心血碎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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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却能弯下腰，用破旧的工具悉心修理； 

 
如果你能将赢来的所有堆成一堆 

冒险赌一局，玩个掷币游戏， 

输掉了，却还能从头再来，东山再起 

而对失去的辉煌永不再提； 

 
如果你能打起精神，鼓起勇气 

即使早已筋疲力尽，却还能坚守阵地， 

坚守，即使你内心已一无所有 

只剩下意志在告诫自己："坚持下去！" 

 
如果你能与大众攀谈并保持谦卑， 

或者与国王同行却依然平易近人， 

 
如果敌人和挚友都无法将你伤害， 

如果所有人对你都很重要，但又不过于依赖； 

 
如果你能将每一分无情的时光 

都化作六十秒忙碌的奔跑， 

那么，整个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会属于你， 
 

而且，我的孩子，你将会成为男子汉，顶天立地！ 

 
【赏析】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印裔英国人，短篇小说家和诗人。他一

生著作颇丰，其代表作品有反映印度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山中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也有为儿童创作的充满神奇色彩的童话故事《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侦探小

说《基姆》(Kim)，诗集《营房谣》(Gunga Din)和短篇故事集《如此故事》(Just So Stories)

等。1907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对 20 世纪初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吉卜林的诗词创作丰富多彩，感情真挚，这首小诗《如果》(If)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吉

卜林凭借手中妙笔，将人生的种种境遇跃然纸上，借此告诫即将参军的儿子：做人最重要的

是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持久的耐力。面临考验时，要百折不挠，顽强拼搏；与人交往时，要不

卑不亢，以智者的胸襟包容一切；成功时戒骄戒躁，失败时绝不气馁，再接再厉；更要珍惜

时光，坚持梦想，奋斗不息。短短的一首诗，语言质朴，风格简约，于平淡之中蕴含深刻的

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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